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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李昂
威海紫光实验中学

异体而居

楔子

“祝贺公司竞标成功!”
“来来来，干杯！”
酒杯的撞击声和人们的祝

酒声交错在一起，乱哄哄的。凌
雨干了杯红酒，醉眼迷离地摊坐
在椅子上，嘴角还带着笑。几天
的辛苦终于不但换回了成功的
结果，还让她加薪升职。她辞去
热闹的同学聚会，与同事们办了
一场庆功宴。同事们都愉快地畅
饮着美酒，一边回顾这几天努力
的过程，一边夸赞着凌雨的竞标
书，说她为公司帮了大忙，不停
地给她敬酒。

“哪里哪里，这都是大家的
功劳啊！我醉啦，不能喝啦！”

踉踉跄跄地走在胡同的小
路上，众人的喧嚣依旧在凌雨耳
边，脑子里嗡嗡作响。她醉了。一
屁股摊在路旁的长椅上，头歪在
肩膀上，意识开始模糊起来。耳
边响起一个老者的声音：“凌雨，
你准备好了吗？”“废话，”凌雨的
脑海中除了竞标还是竞标，“我
的竞标书…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 ，专… …专治 各 种 不 服 对
手……我当然准备好了……”说
罢，满足地睡着了。

与此同时，在胡同的另一
端，一声刺耳的尖叫，划破天际。

互换

穷开心的手机铃声惊扰了
凌雨的美梦，她揉揉眼睛，却发
现自己睡在陌生的房间里。啊？
不会是昨晚喝多了睡到了别人
家吧？手机铃声打断了她的胡思
乱想，她从床边找到了手机，接
通了电话。

“喂，是孙菲吗？你租的皮草
我给你送来了，我在你家楼下，
一会到你家！”电话里不停的催
促声又让她疑惑不已，孙菲？皮
草？还是租的？这都说了些什么
啊，她“哦”了一声扣上了电话，
跑到浴室洗脸让自己清醒一下，
一照镜子却惊掉了下巴——— 镜
子里这是谁啊？她在镜子里做了
无数的表情包，镜子里那张陌生
的脸依旧没有变回她凌雨的脸。
在无数次揉眼睛之后，她接受了
这个恐怖的现实，她想起来许多
关于灵魂互换的科幻片，确认了
自己的灵魂已经被安放在了别
人的躯体内了。她有些迷茫，因
为丝毫不了解这个叫孙菲的女
生，根本不知道她的生活状况和
人际关系。算了，走一步算一步
吧，她关闭了自己的脑洞，离开
浴室。

一离开浴室她就差点晕厥，
房间杂乱无章，乱七八糟，脏衣
服遍地都是，书本撒了一地，好
像地上压根就没有能走的地方，
厨房的脏盘子，剩饭数不胜数，
臭气难闻。“杀千刀的射手座！她
一定是上帝派来欺负我这种处
女座洁癖的！我的天！”立刻闭上
眼睛不去看这邋遢的房间。

敲门声响起，她深一脚浅一
脚地生怕踩到地上的杂物，几经
波折才拉开了门。“是孙菲吧？你
租的皮草，时间就三天，记得要
还给我啊！多拖一天是要多加租
金的！”一个妹子瞥眼瞅了瞅她，
很嫌弃她似的，把衣服一下扔到
了她怀里，转头，还小声嘀咕“没
钱还想炫富，做梦去吧！”凌雨内
心的火焰一下子燃起，从没被人
瞧不起的她差点爆粗口，她强忍
了回去，正要摔门，被门外的人

抢了个先，那人进门就骂:“骗住
几天了你，还不赶快交房租！给
你最后一天时间，30号再不打钱
给我，就给我收拾东西滚！”一个
肥大的老妇人立在门口，像喷头
似的唾沫星子直冲她脸上飞，让
她不由得把手向脸上挡去。刚想
回嘴，又是一轮口水雨：“房子一
租给你就成了脏乱差的猪窝！赶
紧给我收拾干净！明天早上要还
是这个熊样子，我就把你的东西
都扔掉！不是个聋子就赶紧给我
收拾！”说罢瞪了她一眼，摔门离
去。

这家伙连房子都是租的？而
且还欠人房租？欠人房租还不
算，还把房子弄成这个样子？我
的天！明明是她的烂摊子还要我
给他收拾！凌雨委屈不已，把头
埋进了皮草大衣里，心里当真是
生无可恋。两天时间收拾屋子还
要交钱，哪来得及？

等等！
她从皮草里猛地抬起头。
那个泼妇说30号以前？29号

公司要求我写竞标书，我竞标的
日期是6月1号，当天晚上就是庆
功宴，难道时间……

她看了看手机时间，5月29
号！

时间倒退了3天！
穷开心的手机铃声又响了

起来，这孙菲看来还真是个穷光
蛋！还想穷开心！她骂道，抓过手
机接了电话。

“孙菲你想睡死啊！上班又
迟到了半个小时，看来我这个月

真得给你扣工资了！”

对峙

原来孙菲的工作岗位就是
自己最爱的那家蛋糕店！她换上
孙菲的工作服，去店里上班。

一进门老板先是训斥她了
一顿，然后就如变脸似的，坏笑
起来，色迷迷地看着她，向她靠
得越来越近，伸手去揽她的腰。

“你别过来！滚开！”凌雨地
退了一步，老板依旧不知好歹向
她靠近。那就不怪我了！凌雨的
高跟鞋跟一脚踩在了色老板的
脚背上，疼的他哇哇直叫。“你给
我等着！下了班我再收拾你！”老
板气急败坏地走了。

凌雨抬头望了望日历，嗯，
今天29号，灵魂互换前的这一天，
她的闺蜜兼同事曲悦会约她加
完班之后来蛋糕店聊天，不出意
外的话……今天正午那个换了
灵魂的孙菲一定会禁不住曲悦
的强烈邀请，一定会来！

果不其然，正如她所料，“凌
雨”跟曲悦手挽手地进了店，她
急忙拿了菜单过去，生怕放个这
个好机会：“请问二位需要些什
么啊？”

“哦，一杯拿铁，一块提拉米
苏，一份哈根达斯，一份鲜奶布
丁，我就要这些。”“凌雨”的语速
飞快，一股脑说出一大堆，好像
几天没吃饭似的。

什么叫“就这些”！你大姐我
保持身材一年了，你居然吃这么
多甜点！生怕搞不坏我的身材
啊！还要这么贵的哈根达斯，死
孙菲你想败光我的钱啊！凌雨心
里暗骂。

“你怎么今天要这么多？不
保持身材了？”曲悦注意到了“凌
雨”的异常。

“ 嗯 … … 保 持 身 材 也 应
该……有个度，吃这一顿以后少
吃点再保持啊！”假凌雨支支吾
吾地解释。

在曲悦点餐时，真孙菲笑嘻
嘻地打量着她自己，还意味深长
地点点头，那副矫情的样子让凌

雨巴不得上前挖了她的眼睛。她
顿时觉得自己的金钱身份地位
仿佛被孙菲夺去了，而自己却在
旁边站着，仆人一般等待贵族的
安排。她微笑着递上两张客户评
价单，心里却是熊熊的怒火。

凌雨走到店门外，拨打了自
己原来的手机号，不一会儿，假
凌雨向曲悦笑了笑，起身向店门
走去，接了电话。

“孙菲！你过我的生活还挺
滋润啊！”凌雨强压住一肚子火。

“凌雨啊，从富人一下子变
成穷人还适应吧！”

凌雨身后的店门被打开，两
人同时关掉电话，面对面对峙
着。

凌雨开了口：“托你的福，还
没被要钱的骂死，说吧，互换灵
魂有什么目的？！”

“你应该也发现了时间倒退
的现象吧，老实说吧，从29号到1
号是我人生中最关键，最恐怖的
一段时间，你无论遇到什么人都
一定要小心谨慎，为自己做好的
打算，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性命之忧？”凌雨吓了一
跳。

“是的，如果你改变不了我
曾经的历史，很可能在1号遭到
杀身之祸！”孙菲的表情十分严
肃，“记住，千万不要在31号跟着
姜怀去郊区！否则小命不保！”

凌雨怔在原地，面色苍白，
难道自己将要死去了？她心中压
抑了一天的委屈和恐惧立刻爆
发出来，她飞奔到曲悦旁边，失
控地叫道：

“悦悦，是我啊！我是凌雨！
请你相信我！我的灵魂被换到她
的身体里来了！我是凌雨啊！”

为了让她相信，凌雨用私房
话来向曲悦证明自己，不断暗示
她身边的是假凌雨，而孙菲从不
知道她们的哪些话，只能在旁边
心虚地打岔。

曲悦一脸问号，半信半疑地
站在她们中间，听她们为凌雨的
身份不断争吵，回忆着今天确实
有点不同的凌雨，打断了她们：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先结
账吧！”

凌雨的心凉了半截，本以为
没戏了，却看到曲悦正背对孙菲
向她暖暖地微笑着，付钱时暗中
捏了捏她的手，依旧朝她笑笑，
拉着孙菲离去。

凌雨长长地叹了口气，定了
定神。是的，她相信曲悦是相信
自己的，一定！

麻烦

一个穿得很非主流的男人
在凌雨下班后很快跟了上来，跟
在她屁股后面絮絮叨叨说着生
意和钱的事，凌雨满脸疑问地询
问他是谁，男人以为她是撒娇，
一脸温柔地说道：“我是你的怀
怀啊！”他搂住凌雨的肩膀，却让
凌雨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原来
孙菲让我防的那个叫姜怀的人，
竟是孙菲的男友!竟是家贼难防
啊！凌雨吃惊不小，这男人张口
闭口都是快要崩溃的生意，说到
底不就是为了借钱吗？跟女朋友
借钱，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对了，你之前借了我多
少？”

“两万。”姜怀脸色有些难
看。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打
算什么时候还给我啊？”凌雨不
依不饶。

“再等等吧，等我生意回转，
赚到了钱，一定马上还你！”姜怀
避开她的目光，回答道。

两万都救不回来的小生意，

赚钱要猴年马月，还能还钱，大
哥你骗智障啊！

她不再讨论钱的问题，找借
口甩掉了他，立刻进了银行看存
款。果不其然，孙菲真的穷的叮
当响，两万元的存款对于房租这
种燃眉之急还好说，可一旦发生
了变故，恐怕真的不够。她看了
看时间，除了四个月前打来的三
千块钱以外，三个月以来银行卡
里一丁点儿动静都没有。凌雨立
即明白过来：原来老板已经拖欠
她三个月的工资！行啊！连钱都
不给还想动手动脚，谁给他的勇
气！

她取了点钱用来交租金，在
路边为忙碌一天饥肠辘辘的自
己买了一份鸡蛋灌饼，只吃了两
口便被地沟油的味道熏得反胃，
她这样一个追求高雅生活的公
司白领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能再这样受别人摆布
了，她想，为了孙菲，也为了她自
己，这段历史一定要让它颠覆！
活出真正的凌雨！对！就从明天
开始！

改变

房东大妈在几次敲门却没
有人开门后，用钥匙打开了房
门，顿时眼前一亮：屋子干净整
洁，地板亮得都反光，与之前简
直就是天壤之别。一双拖鞋整齐
地摆放在门口，原来凌雨早就出
了门。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节
奏吗？说了她这么多回，她居然
把屋子收拾了！她兴奋地看着她
的出租屋，低头看到拖鞋时心头
一紧，这家伙不会是为了逃避租
金才收拾好屋子，趁我来之前畏
罪潜逃了吧！哼！收拾的再干净
不交租金也没有用！

她刚想打电话叫凌雨回来
交租金，却看到了鞋架上的信
封，上面用彩笔写的“租金”格外
显眼。她打开一看，不多不少正
好是房租钱，她顿时心花怒放，
对孙菲的好感度提高了不少，进
屋欣赏了一圈整洁的屋子后，屁
颠屁颠地走了。

甜品店里，凌雨早早地换上
了工作装，以亢奋的精神投入到
了工作中，她有信心去改变孙菲
的历史，也坚信在自己的转变
下，这天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的，她已经做好准备去改变这
一切了。

色老板夹着包大摇大摆地
走进店里，见她矜持而又优雅地
站在门边迎客，色心大发，上前
去搂她。凌雨连忙低下头，把身
体一转，让他扑了个空，见他依
旧不死心地向前，她立即摆出跆
拳道架势，嗯，咱可是高材生，一
定得拿出点知识分子的架势！她
一脸严肃地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
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如
果你在对我进行不必要的接触，
我将会以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我
的权益，这个责任估计你担当不
起！”老板气鼓鼓地白了她一眼：

“你今天哪来这么多废话，文凭
这么低还想谈法律！给你厉害
的！”

他刚想走，却被凌雨一把拉
住：“《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
八条规定，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
动者工资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工资的，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将依照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标
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所以
呢，我劝你在一天之内把那三个
月的工资打给我，否则，我将给
相关部门举报你的行为，分分钟

让你破产！”
老板被她今天强势的态度

和义正辞严的法律条文怔住了，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知道她不是
在说笑，立即换了衣服嘴脸：“是
是是，姑奶奶饶了我的小命吧，
我再也不敢了，只是工资……”

一听老板犹豫，凌雨当机立
断，不依不饶：“好，现在就打电
话举报！”

老板急忙答应今天就一定
凑好钱给她，一面为凑钱而绞尽
脑汁，一面又暗暗惊奇，懦弱的
孙菲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

一下班，凌雨就到银行里查
账，恰好遇到了取钱的姜怀。是
祸躲不过啊！凌雨还没开口打招
呼，姜怀就开始打听她的存款
了。“抱歉，最近手头紧，我实在
是不能借钱！”凌羽一口回绝，姜
怀被迫只能转移话题：“周末有
时间吗？开车去野餐你看怎么
样？郊外新开了一片风景区，咱
们去看看吧！”凌雨谨记孙菲的
警告，珍爱生命，远离郊区，她立
即拒绝：“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
前些日子请了假，所以周末要加
班，走不开啦，实在抱歉！”姜怀
被拒绝后似乎不大高兴，没说什
么，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招
呼都不打就走了。

31号越来越近，危险也即将
来临，凌雨努力地改变着孙菲的
生活，不但解决了她的燃眉之
急，还改变了别人对她软弱无能
的看法，而下一步，就是拯救孙
菲，也就是她自己的生命了！

应变

下班后，凌雨窝在家里，多
次拒绝姜怀去郊外的打算，她把
电视调到最大声，努力地让自己
看进去喜剧电影，但依旧无济于
事，恐惧此刻占据了她的心头，
挥之不去！

穷开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
来，紧接着一阵敲门声传来，凌
雨接了电话。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我就
在你们家门口，开一下门吧！”

“我没有什么快递啊？”
“我送错了吗？不是宋如的

快递吗？”
原来是房东大妈的快递，可

她为什么要寄到我这里？她总觉
得不大对劲，可又不大肯定自己
的直觉，万一是房东大妈去外
地，想让她帮忙收一下也不是不
可能，为了安全起见，她把门开
了个小缝，把快递拿了进来。

她很嫌弃快递的包装箱，总
是觉得它很脏，于是她习惯性地
找来剪刀想把箱子拆开扔掉，可
是一拆开就被箱子里弹出来的
一个又重又大的拳击手套重重
打在脸上，她两眼一黑，痛得昏
了过去。

冰凉的水泼在脸上，凌雨悠
悠地转醒过来，缓缓地睁开眼
睛，一群人正站在她家里，凶巴
巴地盯着她。她刚想起身，却摔
在了地上，原来她被绑在了椅子
上。

“说吧，姜怀的钱被你藏在
哪儿了？赶紧交出来！”站在中间
的人恶狠狠地向她吼道。

“啊？姜怀是谁啊？什么钱
啊？”

“少装傻！你男朋友你能不
认识？！欠了我们哥几个的高利
贷，拖了大半年了还不还，我们
今天就是来讨债的！”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少废话，拿钱！”
“我哪里藏姜怀的钱了？姜

怀在哪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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